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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為目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擁有的核心資源為何？

這些核心資源給予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哪些競爭上的利基？以及寬頻影音匯聚網

站應如何在市場之中發展或拓展其核心資源以形成競爭上的優勢？因此，本章將

區分為三節，第一節說明資源基礎理論的發展、概念與分類，並整理出適用於寬

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分析架構；第二節則分析資源基礎觀點下的競爭策略，

並整理本研究在寬頻影音產業之分析競爭態勢架構；第三節就核心資源與競爭態

勢之關係進行扣連與說明；最後，第四節則針對過去有關寬頻影音網站的文獻進

行整理與分類，以定位本研究的研究位置。 

第一節 資源基礎理論 

資源基礎理論(resource-based theory, RBT)可以說是目前策略管理領域最具

有影響力的架構之一，經過十多年的發展，目前有關資源基礎理論的相關理論研

究與實證檢視已相當豐富(Barney, Wright & Ketchen, 2001)。因此，本研究在探討

資源基礎理論時，將先說明資源基礎理論的發展與資源所代表的意涵及分類，並

整理核心資源所應具有的特性，最後，再修正過去有關核心資源討論的相關文獻

以定義適用於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分類架構。 

一、資源基礎理論的發展 

策略管理之研究方向在過去四十年來的變化十分劇烈，但大致上仍可區分為

四個時期，分別是早期發展(early development)時期、產業組織經濟學(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conomics)時期、組織經濟學(organizational economics)時期，以及資

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 RBV)時期，而在這四十年的轉變過程中，策略

管理之研究的方向如鐘擺般不斷的在由內而外進行策略分析的「公司面」的觀點

與由外而內策略考量的「產業面」觀點中擺盪不已(Hoskisson et al., 1999)。 

在 1990 年代以前的策略規劃上，有很多策略和實務上做法都認同以外部分

析作為基本的想法，亦即 Porter(1980)的「產品－市場」觀點，將企業體視為一

獨立單位，企業策略思考的目的在於從外部的分析環境中找出最有利的產品或市

場（蔡敦浩，2001）。但到 1990 年後，因為產業環境的快速變遷、科技、資源

與競爭更加激烈，環境的動態變化使得策略作為更難以去掌握，因此，由公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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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來探討公司的優勢與劣勢的資源基礎觀點開始受到研究者們的重視，許多學者

開始轉向「資源本位」的觀點，將企業體視為由許多異質資源所組成，企業策略

便在於如何有效地運用、發展與累積這些資源。 

事實上，由組織經濟學觀點轉變至資源基礎的觀點並形成理論的過程並非一

夕形成，在過去相關的文獻中，最早明確闡示資源基礎理論之觀念的文章可追溯

到 Selznick(1957)提出的組織獨特能力(distinctive competence)，Selznick(1957)認

為各組織間具有不同的組織成熟度與組織氣候，因此，各組織都具有其不同的獨

特能力。Penrose(1959)則在其著作中進一步地提出公司是異質性生產資源的集合，

並認為公司要獲取利潤，不僅要擁有優越的資源，更要發揮有效利用這些資源的

獨特能力(unique)，此外，Penrose(1959)也是率先以經濟理論探討公司資源與公

司成長關係的學者，使得資源基礎觀點不再只是觀念上的爭論，更具備了經濟理

論上的支持。 

到了1980年代之後，許多策略管理的研究開始發展與定義資源基礎的概念，

並尋求以資源為基礎如何來提昇公司競爭優勢的方法(Hoskisson et al., 1999)。

Wernerfelt(1984)在依循 Penrose(1959)的概念下，首先提出「資源基礎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 RBV)的觀念，將公司決策的思考方向由較高的產業層次移

轉到企業的資源層次，認為企業應以「資源」取代原來的「產品」觀點，並創造

資源位置障礙(resource position barriers)，讓企業所累積及培養的資源優勢無法讓

競爭者直接或間接取得，進而形成長期且持續的競爭優勢。此外，Barney(1986; 

1991)更延續 Wernerfelt(1984)的觀點，認為企業的經濟績效不僅來自產品市場的

競爭，更來自於企業內部的不同資源，因此，企業在進行策略抉擇時，應分析本

身所具備獨特的能力。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種有關增強資源與能力，進而形成持續性競爭優勢之

討論漸漸有其雛形，但直到 Grant(1991)匯集過去文獻後，才正式以資源基礎的

策略觀點提出「資源基礎理論」的名詞。Grant(1991)認為資源基礎理論的核心思

想在於強調「內部審視(introspective)」的重要性，而公司內部的「資源」與「能

力」會引導企業策略的方向，並成為企業利潤的來源，因此，企業的資源與能力

和策略規劃之間存在著高度的關連性。 

在 Barney(1991)與 Grant(1991)等學者提出資源基礎的理論與觀點後，直到目

前為止，和資源基礎理論有關的研究主要分佈在五個不同的經營管理領域中，包

括「人力資源管理」、「經濟與財務」、「企業者(entrepreneurship)」、「行銷」與「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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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業」等 (Barney, Wright & Ketchen, 2001)。在未來，Barney, Wright & 

Ketchen(2001)建議研究者們可以針對企業的「資源、動態能力與知識」間的相互

連結關係、「企業管理」、「企業併購」、「制度環境」等相關領域進行進一步的研

究。 

在綜合上述的討論之後可知，資源基礎理論的核心概念便是認為資源為組織

重要的分析單位，也是公司決策的邏輯思考中心，在企業經營與發展期間，最重

要的便是瞭解本身所擁有的資源，進而去思考如何利用資源制定發展策略，此外，

資源基礎理論也可運用到各個不同的產業與環境中，端視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與角

度的不同而定。由於不同的公司所擁有的資源不同，而各學者對資源也有不同的

見解，因此，有必要再就資源的不同內涵與分類進一步地釐清與說明。 

二、資源的內涵與分類 

資源基礎理論是從資源的觀點出發來探討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與作用，從實

務中可以發現，具有策略價值的資源內涵其實非常多元，包括品牌、通路、特殊

技術、專業能力等，都這些都可以算是企業資源的一部份。由於不同的資源有不

同的資源特性，而學者對於資源的定義也不盡相同，因此，下列將分別歸納與說

明相關學者之觀點，進而整理出適合本研究的資源內涵定義與分類。 

Penrose(1959)將資源定義為公司所購買、租用或生產給其擁有使用的實體物

品，以及使得這些物品在公司中變得更有效率的雇用人員。Wernerfelt(1984)則將

資源的觀點拓展到了資產層面，認為資源包括了能夠評斷一個公司優缺點的任何

東西，因此，資源可再進一步定義為有形資產(tangible assets)與無形資源

(intangible resources)。值得注意的是，在 Wernerfelt(1984)之後，許多學者在有關

資源分類的討論中，也大多以有形與無形的概念作為對資源劃分的基本標準，而

隨著各學者研究目的的不同，也有著不同的分類標準。 

Chatterjee & Wernerfelt(1991)在有關核心資源的討論上，便認為核心資源可

以區分為有形資源(physical resources)、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與財務資源

(financial resources)三大類，所謂的實體資源包括工廠與設備等，具有固定的生

產力，當公司具有額外的(excess)實體能力時，將可以讓公司發展相關的多角化

策略。無形資產則包括品牌名稱或創新能力，比起實體資源來說，無形資產具有

較為軟性的能力限制，因為品牌名稱可用於許多不同的產品上，行銷團隊或創新

研發部門也可以在不影響公司本業的情形下，在不同的市場發展。最後，財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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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用於購買其他類別的生產資源，為彈性最高的一種資源，而財務資源又可進

一步地區分為內部資金與外部資金等。 

Grant (1991)認為企業內部的資源(resources)與能力(capabilities)會引導企業

經營策略的方向，並成為企業利潤的主要來源，因此，Grant (2005) 在資源的分

類上，不同於 Chatterjee & Wernerfelt(1991)的劃分，反而將財務資源納入於有形

資源之中，並特別強調人力資源的重要性，認為資源可以區分為有形資源、無形

資源與人力資源三種類別，其中，有形資源指的是最容易辨認的資源，包括實體

資產與財務資源等；無形資源則包括公司技術、聲譽與文化等；人力資源包括員

工專業技術與知識、溝通與應對能力、動機等。 

Barney (1991)在資源的分類上，則由資產擁有的觀點來出發，著重的焦點在

於資源對於組織策略管理與規劃上的價值貢獻，因此，Barney (1991)認為資源可

以劃分為三大類，包括實體資本資源(physical capital resource)，指的是企業所使

用的實體技術、廠房與設備、地理位置與原物料取得等；人力資本資源(human 

capital resource) ，指企業內部員工訓練、經驗、判斷力、智能、關係以及員工

和管理者個人的見識與洞察力；組織資本資源(organizational capital resource)，指

的是組織的正式職權系統、正式與非正式規劃程序、控制與協調系統以及組織內

外的非正式關係與團體等。而在這三類的資源劃分類目中，也可以無形資源與有

形資源的概念來劃分，實體資本資源屬於有形資源，而人力資本資源與組織資本

資源則屬於無形資源的部分。  

從 Grant(1991)和 Barney(1991)在資源劃分上特別將和員工能力有關的資源

類目獨立出來的情況可知，組織資源中的無形資產與和員工能力有關的資源對組

織來說都是十分重要的資源，雖然這兩種資源都屬於無形資源，但其實有相當程

度的不同。林晉寬（1995）在檢視過去核心資源的相關文獻後發現，核心資源的

內涵已經擺脫傳統功能領域的藩籬，並且將重點轉移至無形資產與能力上，因此，

在探討公司的資源時，除了應包括資產的資源類別外，更不能忽略能力的資源類

別。而 Hall(1993)在有關於無形資源的分析討論中，便清楚地定義無形資產(assets)

或無形能力(competencies)的差別，所謂的無形資產指的是人所擁有(having)的事

務，常受到合法的保護，包括智慧財產權(專利、商標、著作權、已登記註冊的

設計)、合約、商業機密、資料庫、商譽等；無形能力(competencies)或技能(Skills)

則是和人所做(doing)的有關，包括員工、通路者與供應商三者之間的關鍵技術

(know-how)、使得企業足以面對外界改變的文化、顧客優先的文化、員工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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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能等。 

吳思華（2000）在整理過去學者的討論後，延伸了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的概

念，更清楚地將資源區分成資產與能力兩種類別，並形成完整的分類架構（表

3-1），其中，有形資源指的是有形資產，而無形資源則包括了無形資產、組織能

力與個人能力等，兹個別分述如下： 

（一）資產 

資產是指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量，其中可再區分為有形資產與 

無形資產兩種類別： 

1. 有形資產：包括具有固定產能特徵的實體資產，以及可以自由流通的金融性

資產，這些資產通常可以在公司的財務報表中清楚的顯現。 

2. 無形資產：包括各種類型的智慧財產，如專利權、商標、著作權、已登記註

冊的設計，以及契約、商業機密、資料庫、商譽等，這些資產在

財務報表雖然未表達，但所有權仍明確的歸企業所有，在企業買

賣中也會清楚計算。 

（二）能力 

能力指企業建構與配置資源的能力，可分為組織能力與個人能力。 

1. 組織能力：只能運用管理能力以持續改善企業效率與成效的能力，由於該能

力從屬於組織中，因此，不會隨著人事的更迭而有太大的變動。

而組織能力主要表現在四個不同的層面，分別為業務運作的能力、

產品技術創新與商業化的能力、鼓勵創新與合作的組織文化，以

及組織記憶與學習過去經驗的能力。 

2. 個人能力：指企業擁有能讓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性人物。此外，個人能

力可再區分為與特定產業（或產品）有關的創新與專業技術能力、

管理能力（亦即統領企業的能力），與人際網路能力三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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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策略性資源的內涵 

資產 有形資產 實體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金融資產 現金、有價證券 

無形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利、著作權、已

登記註冊的設計）、執照、契約/正式網路、資料庫等

能力 個人能力 專業技術能力 

管理能力 

人際網路 

組織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料來源：《策略九說：策略思考的本質》（pp.128），吳思華，2000，台北：麥田。 

綜合而言，目前各學者對於資源、特性與類型的定義都有著不同看法，在分

類上也有著些許的不同，但大多數學者也都同意將有形與無形的概念作為對資源

劃分的基本標準，由於吳思華（2000）的資源分類架構同時包含了資產與能力的

概念，在資源的分類上屬於較為完整之分類架構，因此，本研究在寬頻影音匯聚

網站的資源的分類上將修正吳思華（2000）的分類架構，使其能符合寬頻影音產

業的特質。 

更進一步地，由於資源的定義十分廣泛，因此，能幫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

核心資源便更顯得重要。Hamel & Prahalad(2004／顧淑馨譯，2004)便清楚地指出，

企業若不從核心資源的角度來檢視自己與其他公司，將會面臨種種危險，包括錯

失成長的大好機會、越來越仰賴他人的資源、無意中拋棄了對自身有價值的技術

等等。Teece et al. (1990，轉引自林晉寬，1995)則認為所謂的核心資源實為相互

補的資產與規則的組合，能提供事業單位持續競爭的能力基礎，因此，核心資源

的探討對企業的策略與競爭優勢的形成具有一定程度的必要性。以下將就組織的

各項資源應具有何特性才能成為組織中的核心資源來進一步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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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資源的特色 

核心資源顧名思義便是組織中最為重要的資源，Grant (1991)便認為企業透

過核心資源的培養與累積將能形成持久性的競爭優勢。而根據吳思華（1998）對

核心資源的定義可知，凡是能讓企業形成競爭優勢，並使競爭者無法輕易模仿的

有形或無形資源，或是在企業的策略性作為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的資源者都可

算是核心資源。如先前所討論的，目前國內外學者對於資源的定義有許多不同層

面的解釋，由於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極為多樣化，各種資源對不同企業來說具有不

同程度的重要性，而資源的特質也會影響企業的策略訂定，因此，找出建構核心

資源的準則，並辨識哪些資源才是企業的核心資源是十分重要的事（吳思華，

2000）。     

在過去有關核心資源的討論中，最基本的邏輯便是資源必須要具有「價值性」，

也就是必須要能夠為企業帶來價值，包括 Wernerfelt(1984)、Barney(1991)、Collis 

& Montgomery(1995)、吳思華（2000）、Hamel & Prahalad(2004／顧淑馨譯，2004)

等學者皆同意核心資源要有讓企業在執行策略時能夠增進其效能或效率的價值，

而透過核心資源的發展，除了能幫助企業利用環境中的機會或使得環境中的威脅

消失外，更能為核心顧客提供重要利益的技能，亦即對顧客的知覺價值產生重大

的貢獻。 

在核心資源能產生價值的基礎上，Collis & Montgomery(1995)進一步地認為，

核心資源所產生的價值應該要具備專有性(appropriability)與持久性(durability)，

所謂的專有性指的乃是資源創造出的價值擁有者，然而，此價值的擁有者並非僅

侷限於擁有資源的公司而已，還要考量與該公司有關的參與者，如顧客、通路商、

供應商、員工等之間的交涉關係，Hamel & Prahalad(2004／顧淑馨譯，2004)便認

為透過核心資源的專有性將能使得企業的競爭力能夠獨樹一幟，並優於產業內的

其他競爭者；持久性指的乃是資源具有價值的時間性，資源越持久其所擁有的價

值也就越高，隨著產業的變化越來越快速，資源持久性便越顯得重要，Grant(1991)

指出，當技術的改變使得資本設備、技術資源縮短可用的時間時，商譽、品牌等

資源雖然也有耗損，但卻可經由再投資而得到維持。 

然而，Mata, Fuerst & Barney(1995)在有關資訊科技所產生的持續性競爭優勢

討論中，認為資源具有價值雖然是一項必需條件，但資源具有價值並不能為企業

帶來持久性的競爭優勢，只有當資源同時具有異質性(heterogeneity)及不可移動性

(immobility)的特質時才能為企業形成競爭優勢的基礎，也就是當某公司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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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資源和其他公司不同，且該資源在不同公司間並不能完全地移動時，該資

源的異質性才能完全地保存下來，進而形成競爭上的持久性優勢(Barney, 1991)。

事實上，許多學者在核心資源特性的看法上也同意核心資源應具有不可移動性的

概念，如 Grant(1991)提出資源的非轉移性(transferability)特色，強調企業可經由

地理上的固定、不完全資訊、獨特資源與能力的固定性，來提高資源的優勢；吳

思華（2000）提出核心資源的專屬性特色，認為當核心資源和企業的設備、人員、

組織、文化或管理制度緊密的結合後，便能具有不易轉移、移動與分割的特性，

而該特性將使得其他企業難以掠奪，即使獲得該項資源亦難以發揮類似的功能。 

核心資源除了應具有價值性、異質性與不可移動性之外，Barney(1991)認為

核心資源本身還應具有稀少性(rare)、該資源所產生的價值不易被替代

(substitutability)與不易模仿(imperfectly imitable)等三個特性。過去其他學者在這

三個特性的討論上，大抵都認為資源的不易替代性與不易模仿性為核心資源的主

要特質之一，如 Grant（1991）認為企業如果要獲得持久性的競爭優勢，其資源

與能力必須要擁有非透明(transparency)與非複製(replicability)的特性，也就是讓

競爭者在判定資源及進行模仿時，無從辨別其關鍵所在，進而導致無從模仿；

Collis & Montgomery(1995)認為資源或能力本身也必須要具有不可替代與無從模

仿兩大特性，除了要讓某獨特性資源被其他資源所替代的可能性降低外，也要藉

由無法模仿來限制競爭，以成為創造價值的核心。吳思華（2000）在整理過去有

關資源特性的討論後，如圖 3-1 所示，認為核心資源的特性可以歸納為獨特性、

專屬性、模糊性與價值性，其中，吳思華（2000）將核心資源的價值、稀少與不

易替代等三項特性整合成核心資源的獨特性，指的是核心資源除了要能增進企業

執行策略的效能或效率的價值外，該項資源在市場上的供應量也應該非常少，且

並無其他替代品可以取代，另一方面，吳思華（2000）也從核心資源應不易模仿

的角度出發，認為核心資源應具有模糊性，亦即在資源的建構過程中，透過組織

運作的經驗與執行不斷累積而來的能力，並未經過系統性組織、編撰過程的技能

的內隱性，以及透過許多技能、資產、個人經驗、組織依賴的常規等十分複雜的

元素來組成核心能力，使得競爭者不能夠輕易地釐清核心資源與競爭優勢之間的

因果關係，進而不易學習與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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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資源特性之彙整 
資料來源：改繪自《台灣網路產業資源內涵、資源特性與成長策略之個案研

究》（pp. 45），周志龍，2001／《策略九說：策略思考的本質》

（pp.133），吳思華，2000，台北：麥田。 

最後，核心資源除了上述的特性之外，Hamel & Prahalad(2004／顧淑馨譯，

2004)則由核心資源的運用出發，認為核心資源也應該具有展延性，亦即企業能

將其核心資源運用到未來的產品領域中，進而衍生出成群的產品或服務以協助企

業進入新市場。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各學者所描述的各種不同資源性質加以彙整後，歸納出

核心資源的特性，包括價值性（專有性、持久性）、模糊性（不易模仿性）、專屬

性（不可移動性）、獨特性（稀少性、異質性）、延展性等，而各種資源特質分別

定義如下： 

（一）價值性（專有性、持久性） 

指該項資源必須讓企業在執行策略時，具有增加其效率或效能的價值。 

（二）模糊性（不易模仿性） 

指該資源建構的過程與競爭優勢間的因果關係並不易釐清，導致競爭者無法

取得該資源，對這之間的關係也十分模糊，不知從何模仿。 

 

 

 

資源特性 

獨特性

專屬性

模糊性

價值性

稀少性 
不可替代性 
長期建構性 

不可轉移性 
不可交易性 
不可分割性 

不可言傳性 
複雜性 
不可模仿性 

可撥用性 
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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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屬性（不可移動性） 

指該項資源與企業中的設備、人員、文化、組織、管理制度等緊密地結合，

具有不可分割與轉移的特性，其他公司即使取得類似的資源，亦無法發揮相同的

功能。 

（四）獨特性（稀少性、異質性） 

指該項資源在市場中的供應量很少，並無其他替代品可替代，且需長時間的

建構，當公司擁有該核心資源時，便能和其他公司產生差異，進而形成競爭上的

優勢。 

（五）延展性 

指該項資源能幫助企業將其核心資源運用到未來的市場中，協助企業進入新

市場，或進一步地拓展其市場範圍。 

在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分析上，必須要把握上述的核心資源特性，

如此才能正確地界定出各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擁有的核心資源。由於在過去學

者所討論的核心資源分類架構中，大多是以傳統的製造業為出發點，並不能完全

地套用至寬頻影音產業之中，因此，本研究在之後將針對寬頻影音的特性來進行

文獻的整理，以定位出寬頻影音產業的核心資源架構。 

四、寬頻影音產業之核心資源架構探討 

寬頻影音產業主要是由電信網路、媒體產業與電腦硬體產業三大產業所匯聚

而成的資訊產業（呂寶麟，2005），因此，寬頻影音產業應同時具有網路產業與

媒體產業的特質。本研究將藉由過去有關「網路傳播產業」與「寬頻影音產業」

的核心資源探討，並針對各學者所討論的核心資源進行分類，以找出適合於寬頻

影音產業的分類架構與類目，使其更為適合本研究。 

首先，在網路傳播產業的核心資源討論方面，林美惠（2001）與李佳純（2001）

都是針對網路出版的相關業者進行核心資源研究，其中，林美惠（2001）發現人

才、技術、顧客資料庫與商品資料庫是網路電子書企業的核心資源，也是其競爭

優勢的來源，李佳純（2001）則進一步地更細分化網路出版業者的核心資源，例

如在林美惠（2001）所強調的人才部分可以進一步地劃分為決策人員與創意團隊，

技術部分則可以再包括發報機制系統，此外，李佳純（2001）亦發現了先前林美

惠（2001）所沒提及的資源類目，而這些資源亦為網路出版業者的核心資源之一，

如「ePaper 電子報聯盟」的異質性資源主要來自其訂戶數，不可替代性資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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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per 在會員數、發行量及品牌方面的資源等。因此，在林美惠（2001）的核心

資源類目中包括了「系統設計能力」、「會員資料庫」、「商品資料庫」、「個人管理

能力」等，在李佳純（2001）的核心資源類目中進一步包括了「品牌名聲」、「業

務運作能力」、「系統設計能力」等項目。 

李信勇（2001）與 Zhu & Kraemer(2002)的研究焦點則都集中於網路產業中

的電子商務經營，不同的是，李信勇（2001）以系統化的策略矩陣分析法分析電

子商務經營之必要條件、現階段與未來重要的成功因素，Zhu & Kraemer(2002)

則是以資源基礎觀點探討網路加值組織中電子商務的核心能力，以及該核心能力

對於公司生產的績效影響，因此，Zhu & Kraemer(2002)著重的焦點在於電子商務

的核心能力，李信勇（2001）則是著重於更全面性的核心資源與核心能力。在兩

者的研究結果中，Zhu & Kraemer(2002)認為電子商務的核心能力可以區分為資訊

化能力、交易能力、客製化能力（與顧客間的互動關係）與供應商之間的連結及

整合能力等四個構面，在李信勇（2001）的研究中，除了也同意上述的能力外，

更進一步具體的提出財務管理能力、網站形象（品牌）、產業知識結合網路技術

能力、虛擬實體整合、豐富的資料庫（顧客、產品、相關資訊等）、提供顧客相

關領域完整的產品或服務、發展個人化服務、目標市場國際化、差異化的產品或

服務等資源與能力的重要性。因此，Zhu & Kraemer(2002)的資源類目包括「系統

設計能力」、「交易能力」、「內容商品化或客製化能力」、「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

能力」等；李信勇（2001）的核心資源類目則包括「品牌名聲」、「產業專門知識

與經驗」、「系統設計能力」、「會員資料庫」、「商品資料庫」、「個人管理能力」、「財

務管理能力」、「客戶服務能力」等。 

另一方面，在施承剛（2003）與汪俊在（2003）的研究中，則都同樣以有形

資產、無形資產、組織能力、個人能力的分析架構來探討網站經營所應具備的核

心能力，其中，施承剛（2003）的研究對象為入口網站，而汪俊在（2003）的研

究則為網路券商的網站。在施承剛（2003）的研究中發現，網站事業廠商的核心

資源「品牌」、「資料庫」、「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

為重，而網路技術能力與專業的產業知識則是經營網站關鍵因素；而在汪俊在

（2003）的研究中亦同意品牌/商譽為重要的無形資產，不過，實體通路與交易

平台資訊系統、組織執行能力等資源更是網路券商在經營上十分注重的資源類目。

因此，汪俊在（2003）所提及的資源類目應包括「系統設計能力」、「品牌名譽」、

「業務運作能力」、「會員人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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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何醒邦（2004）以資源的觀點來探討傳播企業提供互動電視服務的經

營策略，研究結果發現，目前有線電視業者的有形資源包括基礎建設、市場規模

和財務資產，在無形資源中，則包括內容、營運經驗、營運執照、品牌形象等，

此外，該研究以資源基礎理論來檢視提供互動電視服務的媒體企業後，發現互動

電視服務和一般媒體產業一樣，應著重於無形資產的建構。因此，互動電視服務

的資源類目包括「頻寬」、「資金」、「內容」、「品牌名聲」、「業務運作能力」、「會

員人數」等。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網路傳播產業的核心資源分類整理成表 3-2： 

【表 3-2】 網路傳播產業的核心資源分類表 
研究者 核心資源 核心資源類目 
林美惠（2001） 人才、技術、顧客資料庫與商品資料

庫 
「系統設計能力」、「會員

資料庫」、「商品資料庫」、

「個人管理能力」 
李信勇（2001） 明確的營運範疇及公司定位、消費者

隱私權、交易安全的保障與財務管理

能力、網站形象（品牌）、產業知識

結合網路技術能力、虛擬實體整合、

豐富的資料庫（顧客、產品、相關資

訊等）、提供顧客相關領域完整的產

品或服務、發展個人化服務、客戶服

務、目標市場國際化、差異化的產品

或服務 

「品牌名聲」、「產業專門

知識與經驗」、「系統設計

能力」、「會員資料庫」、「商

品資料庫」、「個人管理能

力」、「財務管理能力」、「客

戶服務能力」 

李佳純（2001） 訂戶數，商譽、決策人員以及創意團

隊、累積的發行量，資訊科技類內

容、研發的發報機制系統、會員數、

發行量、品牌 

「品牌名聲」、「個人管理

能力」、「業務運作能力」、

「內容」、「會員人數」、「系

統設計能力」 
Zhu & 
Kraemer(2002) 

資訊化能力、交易能力、客製化能力

（與顧客間的互動關係）、與供應商

之間的連結及整合能力 

「系統設計能力」、「交易

能力」、「內容商品化或客

製化能力」、「人際網絡的

連結及整合能力」 
汪俊在（2003） 實體通路、交易平台資訊系統、品牌

/商譽、客戶基礎、組織執行能力 
「系統設計能力」、「品牌

名譽」、「業務運作能力」、

「會員人數」 
施承剛（2003） 品牌、資料庫、網路技術能力、專業

的產業知識。 
「品牌」、「資料庫」、「影

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



 - 36 -

力」、「產業專門知識與經

驗」 
何醒邦（2004） 基礎建設、市場規模、財務資產、內

容、營運經驗、執照、品牌形象 
「頻寬」、「資金」、「內

容」、「品牌名聲」、「業務

運作能力」、「會員人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其次，在寬頻影音產業的核心資源討論方面，Cardoso (1996)在研究多媒體

內容產業的策略選擇與能力時，便發現多媒體內容業者的核心資源應包含核心產

品、核心能力與關鍵技術，其中，核心產品如新聞、顧客資訊、節目、廣告等，

核心能力如具創意地使用內容、內容獨家近用權、行銷和發行經驗、發行管道的

近用權等，關鍵技術如頻寬壓縮、數位影像處理技術等，因此，Cardoso (1996)

的核心資源分類項目可分類為「影音內容」、「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頻寬」、

「行銷經驗與能力」、「品牌名聲」、「會員人數」、「行銷與發行通路」、「業務運作

經驗」、「內容商品化或客製化能力」等資源類目。 

Brian(2000)在其研究中指出，串流媒體企業要達到規模經濟除了可以開發國

際市場外，亦可透過垂直整合來取得內容和基礎建設兩項重要的生產要素來達成，

由於串流媒體對於頻寬的需求很大，業者若能掌握此一昂貴的資源要素，即能擴

張市場。因此，Brian(2000)認為串流媒體企業的主要核心資源為「影音內容」與

「頻寬」。Genovese(2000)透過成本效益分析模式來探討網路電影產業(internet 

film industry)時，則提出和 Brian(2000)類似的看法，認為串流影像播放的品質和

速度會影響消費者使用的經驗，是以「頻寬」是影響是網路電影市場可否競爭和

獲利的最大因素。此外，Genovese(2000)認為內容匯集者和大型基礎建設公司的

最大差別在於內容匯集者具有內容生產、品質和行銷等優勢，具有吸引消費者的

能力，是以在 Genovese(2000)的概念下，內容匯集者的核心資源還包括了「影音

內容」與「行銷經驗與能力」兩項。 

Chan-Olmsted & Kang(2003)、連寶如（2003）與王小惠、余俊穎（2003）都

同樣運用價值鏈的概念來探討寬頻影音網站的核心資源，其中，王小惠、余俊穎

（2003）將多媒體影音網站價值體系分為內容供應者、平台整合者與網路服務媒

體三個不同的環節，內容供應者主要的價值活動為提供豐富且具區隔性的內容與

服務、培養數位化的能力、增加通路；服務媒體的主要價值活動為讓基礎建設突

破規模限制、強化服務本質、技術發展、社群經營與付款通路的建立；平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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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價值活動為擔任上下游的橋樑、技術發展與影音資料庫與使用介面。因此，

其核心資源項目包括「影音內容」、「技術能力」、「行銷與發行通路」、「頻寬」、「付

費機制」、「會員人數」、「影音資料庫」、「介面設計能力」等。連寶如（2003）則

是透過深度訪談的方式將寬頻影音網站的核心資源區分為內容資源、串流軟體技

術、會員數（上網用戶數）與頻寬和基礎建設等，因此，其所分類的核心資源大

致上都已在王小惠、余俊穎（2003）的資源分類中。Chan-Olmsted & Kang(2003)

進一步擴大從創意產製到行銷通路的整個流程，其認為從內容的創意使用、對特

殊獨家內容的擁有、通路管道的近用權、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有創意的內容、行銷

的專業技術與科技的專業技術等都必須要完整的考慮，和王小惠、余俊穎（2003）

的資源分類相比，Chan-Olmsted & Kang(2003)進一步提出「行銷經驗與能力」、「內

容商品化或客製化能力」的重要性。 

最後，李思賢（2001）以次級資料分析和個案分析法探討網路寬頻影音媒體

－電訊盈動和年代間結盟成立「盈動年代」的動機，與彼此間的資源相互關係。

李思賢（2001）在研究中發現，電訊盈動以提供衛星寬頻傳輸系統相關的服務為

主，年代的資源則是集中在媒體內容方面，擁有有線電視頻道和平面雜誌市場，

因此，兩者間所個別擁有的核心資源項目包括「技術」、「影音內容」、「行銷與發

行通路」與「會員人數」等資源項目。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寬頻影音產業的核心資源分類整理成表 3-3： 

【表 3-3】 寬頻影音產業的核心資源分類表 
研究者 核心資源 核心資源類目 

Cardoso (1996) 核心產品如新聞、顧客資訊、節

目、廣告等，核心能力如具創意

地使用內容、內容獨家近用權、

行銷和發行經驗、發行管道的近

用權等，關鍵技術如頻寬壓縮、

數位影像處理技術 

「影音內容」、「影音壓縮

處理能力」、「頻寬」、「行

銷經驗與能力」、「品牌名

聲」、「會員人數」、「行銷

與發行通路」、「業務運作

經驗」、「內容商品化或客

製化能力」 
Brian(2000) 內容、基礎建設 「影音內容」、「頻寬」。

Genovese(2000) 內容生產、品質、行銷 「影音內容」、「行銷經驗

與能力」 
李思賢（2001） 衛星寬頻傳輸系統、媒體內容、

有線電視頻道和平面雜誌市場 
「影音內容」、「行銷與發

行通路」與「會員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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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Olmsted & 
Kang(2003) 

內容的創意使用、對特殊獨家內

容的擁有、通路管道的近用權、

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有創意的內

容、行銷的專業技術與科技的專

業技術 

「影音內容」、「行銷與發

行通路」、「行銷經驗與能

力」、「系統設計能力」、

「內容商品化或客製化

能力」 
連寶如（2003） 內容資源、串流軟體技術、會員

數（上網用戶數）、頻寬和基礎

建設 

「影音內容」、「影音壓縮

與串流處理能力」、「會員

人數」、「頻寬」 
王小惠、余俊穎

（2003） 
提供豐富且具區隔性的內容與

服務、培養數位化的能力、增加

通路、讓基礎建設突破規模限

制、強化服務本質、技術發展、

社群經營與付款通路的建立、擔

任上下游的橋樑、技術發展與影

音資料庫與使用介面 

「影音內容」、「系統設計

能力」、「行銷與發行通

路」、「頻寬」、「付費機

制」、「會員人數」、「影音

資料庫」、「介面設計能

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上述的核心資源分類與歸納後可以發現，不管是從資源或是能力的分類

來出發，大致上核心資源的範疇為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兩大類，本研究在這兩大

類目之下，參考並修正吳思華（2000）的分類架構，進一步地區分實體資產、無

形資源、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最後在各類目中納入適合於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

核心資源類目。而在核心資源的類目劃分上，本研究整合網路傳播產業與寬頻影

音產業所著重的核心資源類目後，扣除重複與合併相似的類目，整理出寬頻影音

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類目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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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之核心資源分類架構表 
核心資源項目 核心資源之界定說明 

有

形

資

源 

有形資產 會員付費人數 目前網站中註冊付費會員人數的收入足以達到

損益兩平 
頻寬和基礎建設 公司自己擁有影音內容傳輸的頻寬優勢 
資金 指公司所擁有的內部資金與外部資金足以支持

公司的所有策略與發展計畫 

無

形

資

源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網站具有良好的品牌知名度與聲譽，為消費者所

熟知 
會員資料庫 公司所能掌握的會員人數，或付費會員人數資料

十分龐大，能幫助公司推廣寬頻影音的平台 
影音版權內容與

影音資料庫 
公司擁有許多影音內容的獨家版權與授權，能在

網站中播出其他網站所沒有的影音內容 
行銷與發行通路 公司擁有跨平台的影音播放與行銷通路，能幫助

公司推廣電腦影音的播放平台 
付費機制 擁有多樣化的付費選擇，提供消費者付費收看影

音內容的方便性 
產業專門知識與

經驗 
公司團隊或個人在經營上擁有豐富的寬頻影音

產業經營經驗 

個人能力 個人管理能力 公司經營者在組織的團隊與制度上具有妥善安

排與管理的能力 
財務管理能力 公司團隊或個人在組織的財務規劃上具有卓越

的規劃能力，能減少財務上的風險 
人際網絡的連結

及整合能力 
公司團隊或個人能快速地與內容提供者或 ISP 業

者接洽，並取得彼此間合作或獨家授權的能力 
組織能力 系統設計能力 公司團隊或個人在軟體開發能力、介面設計能力

上具有卓越的能力，在網站系統（上、下架系

統）、網頁版面設計上具有競爭上的優勢 
影音壓縮與串流

處理能力 
公司團隊或個人具有使影音節目能透過串流即

時、隨選傳輸，與擁有快速、高品質的影音壓縮

能力 
團隊與業務運作

能力 
公司整體的運作的效率很高，能即時地針對市場

上的變化做出反應 
客戶服務能力 公司在客戶服務上表現優異，能讓客戶對網站服

務或影音品質保持高程度的滿意度 
行銷經驗與能力 公司設有專職於行銷的部門，擁有豐富的網站行

銷經驗與規劃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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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競爭策略之相關概念 

一般來說，策略規劃的目的是要勾勒出企業未來發展的方向，過去在企業在

策略規劃上主要就外在環境、內在條件與經營目標來加以分析，Barney(1991)則

將1960年代以來學者所著重的SWOT分析架構及其他相關研究歸納成為兩個思

考方向，一為競爭優勢環境模式(environment model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的策

略分析取向，該模式強調的對外在環境機會與威脅的掌握，認為企業的經營績效

深受總體環境及產業的五大競爭力量所影響(Porter, 1980)；另一則是資源基礎模

式的策略分析取向，此模式的重點在於辨識、澄清、培植、發展組織獨特的資源，

並透過強調公司內部優勢及弱勢分析，來探討企業資源如何形成競爭優勢，進而

影響企業策略的制定（林晉寬，1995）。 

吳思華（2000）則將策略的構面劃分為「範疇、網路、資源」三大構面，亦

即包括「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核心資源的創造與累積」、「事業網路的建構

與強化」三大構面，這三個架構間彼此並非完全獨立，而是需要整體性地來加以

思考。 

Grant(1991)在探討資源與策略的構連討論中，提出「動態資源調適」的策略

分析架構（圖 3-2），從這個架構中可以看出策略與資源的相互關係，兹將架構內

各個策略的分析步驟說明如下：  

一、辨識資源與分類 

資源是可以投入生產過程的輸入(inputs)單位，公司的資源可包括資本設備、

員工的技能、專利、品牌名稱、財務等等，這些具有生產性的活動需要許多資源

的共同合作與協調，因此當資源成為公司能力的來源時，應該評估競爭的優劣勢，

以尋找可供發展的資源。 

二、確認公司的能力 

能力是一組資源共同運作的結果，一個公司的能力可經由公司活動的標準化

功能的分類，來加以確認與評估，並找出公司獨特或核心的資源。 

三、評估獲取租(rent-earning)的潛力 

公司的資源與能力要獲得報酬主要依據「資源與能力產生競爭優勢的持續性」

與「公司經由資源與能力獲得專享租能力」這兩個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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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策略 

策略設計的要素，在於必須能夠把核心資源與能力作最有效率的使用，並保

護核心資源，使競爭力產生持久的優勢。 

五、分辨需填補資源的缺口 

公司資源發展的基礎可分為兩方面，首先要填補資源的缺口(filling resource 

gaps)，持續性地補充與擴張資源，以維持與延伸現有的競爭優勢地位。其次，

公司要提升(upgrading)競爭優勢，並在競爭優勢的基礎下持續地創新與改變。 

 

4.選擇最能充分利用企業資源 

與能力之外部機會的策略 

3.根據下述兩個原則評估資源 
與能力產生租的潛力： 

（a） 資源與能力產生持續

性競爭優勢的潛力 
（b） 資源與能力產生報酬

的專享性 

2.辨識公司的能力：公司有什

麼能力可以更有效率的使用

資源？辨識每個能力的資源

投入與複雜度 

1.辨識與分類公司的資源：評

估相對競爭者的優劣勢，辨

識資源利用的更佳機會 

策略 

競爭優勢 

能力 

資源 

5.辨識必須填補的資 

源缺口：投資用以 

補充、擴張及提昇 

公司的資源基礎 

【圖3-2】資源基礎取向的策略分析架構 

資料來源：“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 
formulation,” by R. M. Grant, 1991,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3(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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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Grant(1991)認為要形成資源基礎理論的策略，必須先釐定資源、能力、

競爭優勢與企業獲利之間的關係，再找出企業獨特的資源能力及維持持久性競爭

優勢之機制，制定最能充分利用企業資源能力的策略，並進一步辨識資源缺口，

協調平衡新舊資源，同時發展未來策略所需的資源與能力，進而建立可維持的競

爭優勢。就寬頻影音產業來看，透過 Grant(1991)的策略分析架構可知，在分析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擁有的核心資源前，必須要先辨識與分類寬頻影音匯聚網站

所擁有的資源與能力，之後再根據不同類別網站所擁有的資源與能力來判斷該網

站的發展利基與競爭策略。由於企業身處於競爭環境之中，因此，企業在產業競

爭環境中所處的地位也會影響其資源分配決策並影響其決策效率，企業除了被動

地接受既有情境外，還可藉由策略的選擇與互動，來改變自己的實力與未來競局

的情境，爭取本身長期有利的地位(Brandenburger & Nalebuff, 1997)。 

由於在數位匯流的今日，媒體間的跨平台整合導致市場難以清楚界定的情況，

公司資源與企業競爭力之間的關係並不一定會成正比，有限的資源並不一定會妨

礙企業爭取領導的地位，而豐富的資源也不代表某企業永遠都不會失敗(Hamel & 

Prahalad, 2004／顧淑馨譯，2004)，因此，研究者所應關注的焦點是企業對其資

源的運用策略與能力，與藉此形成競爭優勢的過程。 

過去在有關競爭策略與資源結合的討論中，吳思華（2000）認為，策略基本

上具有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利基、建立並維持企業不敗的競爭優勢、達成企業

目標的一系列重大活動，以及形成內部資源分配的指導原則等重要意義。此外，

許多學者的研究也都指出，資源與策略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係，而資源不僅

是競爭優勢的來源，也是企業在制定策略時的重要基礎，策略不僅關係到為未來

的產業結構競爭，也關係到目前產業結構下的競爭，在數位化的發展與產業內外

競爭日益激烈的今日，除了要瞭解自身的資源外，更應將策略著重於如何去善用

各種資源，當企業具有了基本的資源運用能力，如成功地策略聯盟、跨越事業單

位界線而轉移技術的能力、訂定競爭戰術的創造力等，與使企業資源產生綜效的

企圖心後，便可以成為商場上的贏家(Hamel & Prahalad, 2004／顧淑馨譯，2004)。

因此，在思考策略的邏輯時，必須以資源為基礎，並有效地利用核心資源。 

Sanchez & Thomas(1996)在有關資源延伸與運用策略的討論中，認為企業實

際上可以經由資源的延伸及建構，使企業逐步地成長，而這過程包括延伸、強化、

槓桿運用等「量」的改變，或者擴充、再造、提升等「質」的改變。資源能力產

生「量」的變化，是因為企業產能有了剩餘，為了將資源做有效的利用，便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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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現有的資源為基礎，運用現有資源以達成企業的新目標，或是進入新的產業環

境中；資源能力內涵產生「質」的變化，意指當企業內部缺乏某項資源時，為了

未來經營所需，便從內部或外面的來源建構或取得此項資源。 

過去各學者在資源運用的討論上，不外乎由內而外的發展，由資源內部的運

用來看，包括資源的集中運用、整合、保存、回收等，由資源外部的運用來看，

則包括資源的延伸、擴大等，本研究在綜合Collis & Montgomery(1995)、

Lichtenstein＆Brush(2001)以及Hamel & Prahalad(2004／顧淑馨譯，2004)對於資源

運用策略的不同看法後，將資源運用策略區分成四種方式，包括： 

一、集中強化 

集中強化指的是企業專注在增強、深化某資源之深度、強度，在特定時間內

使資源不會稀釋，亦即讓資源進行有效率的安排，以利用低成本來創造高價值效

益，增加企業的運作效能，創造出能夠顧客所能感受到最高價值的活動。 

二、整合延伸 

企業如果沒有具備核心資源，或者公司的有價資源被其他公司模仿或替代時，

就必須提高資源的價值，或重新開拓資源，將資源轉移到更有吸引力的產業。因

此，整合延伸的方式便是擴大某資源之運用範圍或方式，並與其他資源，如研發、

生產、行銷與業務等進行整合，以發揮個別資源的最大效益。當公司控制重要互

補性資源所帶來的利潤超過取得這些資源的成本時，該公司就算是具備有整合資

源的能力了。 

三、升級改變 

由於資源大都也會折舊，所以企業必須不斷投資建構有價值的資源，而升級

改變包括因技術變化而提高資源的價值，或重新開拓資源以建立新的核心資源。

另一方面，借用他人的資源也是累積資源的方式之一，透過策略聯盟、合資經營、

內部授權與外包制度後，公司可取得外界的資源與技術，當發揮到極致時，公司

便能將這些技術消化吸收，進而據為己用。 

四、保存回收 

保存資源的方式包括「資源的再利用」、「結盟」與「保護」。「資源的再利用」

指的乃是當某種技術或專長再利用的頻率越高，其資源善用便越成功，而資源的

再利用並不僅僅侷限於科技方面的專長，還包括品牌等無形的資產；「結盟」指

的乃是結合其他公司的資源，以擴大本身在產業中的影響力與實力，如集體合作

建立新技術或開發新技術等；「保護」意指尋求競爭對手疏忽之處以建立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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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力，並讓競爭對手遭受到最大的損傷，減少自身所冒的風險。進一步地，「回

收」指的乃是市場所獲得的營收，當回收速度快時便可以增加資源的利用，當公

司回收資源的速度比對手快一倍時，便代表公司擁有多一倍的資源運用優勢。 

不過，另一方面，Collet (1999)指出，策略是外界環境、內部組織、反應競

爭的一連串完整配套與思考。因此，探討市場及組織策略兩層次的問題時，除了

必須就組織內部經營角度思考競爭的可能態勢外，也要考慮所有市場面的外部因

素。因此，在思考競爭策略時，有必要進一步地考量到所處產業的外在競爭環境。 

Porter(1980)認為，競爭是自由經濟體系內最常見的互動現象之一。過去學

者在有關競爭的定義上，一類是站在社會學或經濟學的角度探討競爭的優缺點；

另一類則從企業的觀點來探討競爭，並將競爭定義為在某個選定的產業或市場中，

企業以能夠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或慾望為訴求，讓自身成為重要且有利可圖的供應

者，進而能在產業環境中永續生存（陳定國，1985；吳思華，2000；余朝權，2004）。 

鄭陸霖（2000）在整理台灣有線電視發展歷程中企業的種種控制競爭的策略

後，引用Fligstein對於權力施展於市場內所產生的控制能力/策略，將市場視為權

力控制的場域，由眾多企業的競爭行動控制所著眼的市場場域構面出發，概略地

將市場區分為五個範疇，分別為「結構」、「通道」、「網絡」、「消費」與「鏈局」，

而在這五個場域構面之下，幾乎涵蓋了前述所有類型企業行動者間各種可能的成

對關係，不僅僅侷限在系統業者，也涉及系統與頻道業者之間，甚至頻道商間的

策略性互動。本研究在整理鄭陸霖（2000）、吳峻安（2003）、Cheng(2002)等人

的定義後，將這五個構面個別說明如下： 

一、結構面(structure) 

結構基本上指涉的是在市場場域中由有效競爭者的數量所界定的競爭格局，

產業內經營者在之中控制的目的在於透過減少有效競爭者的數目以達到環境穩

定的作用，例如有線電視產業中常可見到系統經營者藉由併購或者合併的方式，

逐步整合為單區獨佔或寡佔的系統。 

二、通道面(route) 

通道指涉的是資訊商品（節目）得以接觸到並轉移至最終消費者的技術途徑，

因此，產業內經營者的策略便是要控制商品（節目）傳輸至消費者的物理或機構

通道。 

三、網絡面(networking) 

網絡指涉的是企業間基於長期或短期利益，會多邊的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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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關係，界定出共同的利益以利控制市場，因此，產業內經營者通常是以組織或

策略聯盟方式來建立合作關係，亦即企業間各種形式之策略合作。 

四、鏈局面(chain) 

鏈局指的是橫跨上下游的部門相對關係與力量的對比，也就是產業內經營者

透過各種方式讓自己能夠從商品的上游設計、製造到最終消費者的生產鏈當中，

施展其對各個生產環節部門的影響力，進而使自己居於有利的局面。 

五、消費面(consumption) 

消費指的是最終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消費偏好、消費選擇，因此，探討的重

點在於產業內經營者如何透過操弄消費者的視聽經驗，亦即擬定培養消費者收視

慣習的策略，進而影響了他們日常生活的偏好與習性。 

這五個市場控制的場域構面乃是鄭陸霖（2000）經由經驗資料扎根歸納所得

的理論建構，實際上在為企業的競爭行動進行歸類時，並無法達到完全的互斥，

因為看似相同的策略可能因為施行的具體脈絡而有不同的控制效果，而相同的策

略也往往具有長短期的不同效果。 

就寬頻影音產業來看，其結構與有線電視的結構具有類似之處，有線電視產

業從上游、中遊到下游，整個產業的價值系統乃是由各個企業的價值鏈所組成，

包括頻道節目供應者或節目製作公司（內容提供）、頻道代理商（通路管理）、系

統業者（網路建設與平台連結）及收視戶（使用者）；類似地，寬頻影音產業從

上游、中遊到下游，整個產業的價值活動包括上游的內容服務供應商、中游的網

路內容匯聚者、下游的連線服務業者及網路使用者等，雖然在有線電視產業中，

節目供應者、頻道代理商與系統經營者多由不同的公司在經營，但在寬頻影音產

業中，網路內容供應者、匯聚者及連線業者均可以自行設立寬頻影音服務網站來

提供影音內容，而終端的播放平台為個人電腦，但大抵而言，兩者的基本架構仍

十分相似。此外，本研究與鄭陸霖（2000）、吳峻安（2003）等人之研究相異處，

在於鄭陸霖（2000）、吳峻安（2003）等人所研究的焦點在於有線電視產業中不

同權力主掌者的權力控制與互動過程，本研究則從核心資源基礎的角度出發，關

切的重點為寬頻影音產業中不同影音匯聚網站業者在此五個構面上的資源延伸

以及和其他寬頻影音產業參與者的互動情形，是以在思考的概念上具有一定程度

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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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組織與資源關係密切，企業策略的制定、競爭優勢的建立與

維繫皆與資源脫不了關係，企業對資源做有效的運用將能產生綜效，為組織帶來

優勢與價值，因此，企業對核心資源的相關內涵與特性必須要有一定程度的了解，

以便能有效地將資源靈活運用。而在寬頻影音網站的外在環境分析架構方面，本

研究參酌鄭陸霖（2000）的市場場域構面，希冀能透過這五個構面的分析，具體

地呈現寬頻影音市場中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延伸與運用情形，以更清楚地瞭

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形成競爭優勢的過程。 

第三節 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之構連探討 

在瞭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架構後，由下表可知，廠商除了透過不

同的單一資源項目來建構核心能力外，也表示核心能力的建構是透過多個核心資

源項目所組成。本研究將以鄭陸霖（2000）所區分的市場場域五大構面出發，針

對過去有關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架構的各個策略面向進行構連，在找出彼此間的

交互關係後，將能幫助本研究瞭解業者在各個構面上要具備哪些核心資源才能更

為有效地在各個構面上取得競爭優勢。因此，以下將逐一針對此五大競爭態勢構

面進行所必備的核心資源進行整理與說明。 

一、結構面 

結構面指的是產業內經營者透過減少有效競爭者的數目以達到環境穩定的

作用，而根據鄭陸霖（2000）的研究，有線電視業者在結構面的策略包括劃分市

場、區隔、合併、勾結（實質獨佔）、掠奪定價（排除對手）等，其中的競爭關

係相當的激烈與明顯。但根據鄭詩芸（2003）的研究與研究者的觀察發現，寬頻

影音匯聚網站拓在結構面上的競爭策略並不如有線電視產業一般的對立與激烈，

反而是處於良性的競爭，可見的策略著重於如何拓展其影音收視市場上，包括影

音市場的水平併購增加用戶數、和 ISP 合作以增加使用者的人數等，此外，由於

網路導致產業界線模糊化的影響，包括網路數碼與 I’m TV 等寬頻影音匯聚網站

也著力於開發部落格平台（包括文字部落格與影音部落格），並透過社群力量的

不斷累積來增加消費者接觸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服務的機會。 

Chatterjee & Wernerfelt(1991)在說明資源特性與組織間的關係時，證實了資

源特性與企業的多角化發展之間的存在有一定程度的關連，當企業擁有多餘的實

體資源、無形資源、權益資金時，會選擇以相關多角化的方式來發展，但當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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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具有未使用負債能力或內部資金時，則會偏好非相關多角化的發展。根據

Ansoff (1965⁄許是祥譯，1981)的研究可知，多角化可依產品和顧客特徵分為水平

多角化(horizontal diversification)、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集中式多角化

(concentric diversification)、複合式多角化(conglomerate diversification)等類別，其

中，水平多角化的共通性是在行銷上的綜效，廠商可以繼續利用已建立的行銷通

路；垂直整合主要是進行上、下游關係的發展；集中式多角化可分為在行銷技術

或在相關領域上的發展，而這部分在本研究中乃是屬於鏈局面的研究範疇；複合

式多角化在產品和市場上均屬於無關的行業，所產生的主要是在財務上的聯合效

果。 

從成長策略的理論來看，多角化指的是擴充事業基礎的方法，其中包含投資

於新產品、新服務、新顧客區隔、及新地理市場的事業等，而透過多角化的策略

可以減低整體經營風險並協助企業成長(Chan-Olmsted & Chang, 2003)。Leiblein 

& Miller(2003)便認為，無形資產的移轉成本低，因此，可以為企業創造更高的

價值，而當企業擁有越多稀少性、價值性、難以模仿的策略性資產時，越能利用

這些資產來進行併購活動，並藉以發揮綜效。Capron & Pistre(2002)則將無形資

源簡化成「創新」、「行銷」與「管理能力」三個項目。透過這三類策略性資產的

資源槓桿運作後，將可幫助企業獲得較佳的綜效利益。 

而在過去有關企業拓展市場的實証研究中，Didrichsen(1972)針對美國前 50

大的製造業公司進行調查後，將公司的成長類型劃分為「內部擴張(internal 

development)」、「獲得互補技術(acquired technology)」、「併購以造成同質通路與

市場(homogeneous markets)」與「集團式擴張策略(conglomerate strategies)」等類

別，其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公司之所以採取不同的發展策略主要是肇因於各公司

不同的專長與優勢，其中，採行內部擴張與獲得互補技術發展類型的公司，其經

營重點在於「研究發展」、「技術與製造」等層面，採行併購以造成市場與通路同

質為主的公司，其經營重點在於「廣告」、「促銷」與「配銷通路」，採行集團式

擴張策略的公司則以「財務」為發展基礎，由於現金為廠商的有形資源之一，因

此，透過資源基礎觀點可知，當廠商可支配與擁有越多的現金時，越能憑藉現金

去取得其他資源或進行併購。 

Haleblian & Finkelstein(1999)分析從 1980 年到 1992 年之中為數 449 個併購

事件後發現，企業的併購經驗和併購績效間具有 U 型曲線的關係，當企業所欲

進行的併購策略和先前的併購經驗越類似時，越能有較好的績效。而在 Haleb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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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2006)針對美國商業銀行併購的研究中也同樣發現，併購經驗與併購績效

和企業未來的持續併購間具有正向關係，而併購經驗、併購績效的交互作用和併

購可能性具有顯著正向的關係。因此，企業過去的併購經驗對未來併購的拓展具

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蔡鈺華（2005）在以高科技公司為樣本的研究中更進一步

地發現，當廠商「併購經驗」越豐富、「現金持有量」越高、「營運能力」越強、

「國際化能力」越高時，越有可能在發展的過程中採取併購策略。 

綜合上述可知，企業若要在拓展其市場範圍時獲得競爭上的優勢，所應具備

的核心資源包括有形資產中的資金；無形資產中的發行與行銷通路、產業專門知

識與經驗；個人能力中的管理相關能力；組織能力中與技術有關的相關能力、的

行銷經驗與能力、業務運作能力等。 

二、通道面 

通道面指的是資訊商品（節目）得以接觸到並轉移至最終消費者的技術途徑，

寬頻影音產業的特質在於透過網際網路的傳輸後，可以將影音內容傳輸到個人的

電腦之中，因此，通道的概念包括通道包含本身的負載量、通道所傳輸的內容可

得性與消費者接收通道的資訊等面向。根據鄭陸霖（2000）的研究，有線電視業

者在通道面的策略包括搶佔轉頻器、搶管線通路、膨脹頻道數目、進口替代、透

過直播衛星繞道、社會公播、社會獨家代理等。在寬頻影音產業中，寬頻影音匯

聚網站在通道面的策略主要是傳輸通路（頻寬基礎建設）的取得、節目代理（節

目播放）的獨家權與消費者電腦平台軟體介面的合作開發等。 

在傳輸通路上，所強調的是基礎建設，也就是頻寬的重要性，目前在網路中

提供頻寬的業者以網路基礎建設業者為主，除了部分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如

Webs-tv 網絡數碼、hiChannel 等擁有自己的網路基礎建設服務外，其他的業者多

與網路基礎建設業者進行合作，以獲取足夠的頻寬與伺服器空間等（張惠雯，

2001）。 

在節目代理權方面，根據本研究的觀察，代理權的取得途徑包括：高層主管

透過業界關係，或是利用相互協商接觸而取得，進而形成強而有力的互信基礎；

其次是技術性的互賴因素，如鄭陸霖（2000）便發現，在有線電視產業中，因為

早期的衛星訊號壓縮技術不發達，造成頻寬的稀有性，因此，擁有衛星轉頻器的

代理商便佔有上游通道的優勢地位，順利引進跨國頻道進入台灣；最後，代理權

可透過投資持股的方式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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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者電腦平台軟體介面的合作開發上，由於影音壓縮技術與品質的日益

增進，往往影音多媒體內容發佈後沒多久便可透過網路搜尋方式取得盜版內容，

為遏止盜版歪風並跨足網路發行新方向，許多片商與多媒體出版公司已逐漸結合

多媒體數位版權管理系統進行發佈。此外，如 CatchPlay、I’m TV 等寬頻影音匯

聚網站也發展出不同於 media player 的播放軟體，具有獨特的影音播放介面與程

式。因此，和消費者電腦平台軟體介面合作開發有關的核心資源主要以無形資源

中的技術能力為主。 

綜合上述可知，企業若要在通道面獲得競爭上的優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包括有形資產中的頻寬與基礎建設；個人能力中的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

組織能力中的技術相關能力等。 

三、網絡面 

網絡面指的是企業間基於長期或短期利益，會多邊的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合

作關係，而資源基礎理論的重點在於如何取得、運用、維護與保持策略性資源，

因此，當廠商的資源越豐富時，越能幫助其取得更多或其他廠商的資源。一般來

說，公司除了能透過國外投資、多角化、購併等策略執行取得控制外部環境的能

力外，若公司本身無法建立此種策略性資源與能力，則可透過聯盟合作的方式來

取得所需要的資源或能力，聯盟的對象可以是供應商、競爭者、購買者等，隨產

業類別的不同而會產生不同的合作對象。根據鄭陸霖（2000）的研究，有線電視

業者在網絡面的策略包括組織協會、聯合戰線、統賣、統購等。在寬頻影音產業

中，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策略聯盟的對象主要以內容技術提供者、內容提供者與 ISP

連線頻寬提供者為主（鄭詩芸，2003；連寶如，2003），由於網路產業的變化比

起報紙產業來說更為快速與即時，因此，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必須要更積極與主動

的去辨識其自身的資源與能力以應付不斷變動的環境。在過去有關促進組織合作

方式的相關文獻中，要促進組織合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法： 

（一）調整雙方心中的期待 

Jervis(1978)認為若能透過減少己方合作對方不合作的成本，或者增加雙方合

作的獲益，將能增加合作的動機；減少己方不合作對方合作的獲益，或者增加彼

此不合作的成本，將能減低對抗的動機；增加任何一方對另一方將採取合作的預

期感等方式，將能有效地增加彼此合作的機會。由於在競爭又合作的環境中組織

雙方過程中可能會透過衝突及互賴、利益差距及匯合、秘密揣測和亮出底牌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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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產生互相期盼的盤旋效果(spiral of reciprocal expectations)(Schelling, 2001⁄趙

華、高銘淞譯，2006)。因此，就資源基礎的角度來看，除了雙方在資源差異之

下的相互考量外，個人能力在談判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二）資訊掌握 

企業是一個具備動態反省能力的組織，會不斷地偵測能力與資源的需求以維

持其競爭優勢，因此，即便在與其他企業形成策略聯盟的合作關係後，其聯盟模

式也會隨著不同的環境、時間、組織策略、資源需求等因素不斷地調整其策略聯

盟份子（張美玲等人，2002）。因此，企業組織對外在環境的應變能力為影響策

略聯盟績效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就資源基礎的角度來看，組織在產業中的資訊掌

握能力與其產業經驗及組織運作能力有關，當組織在某一產業中的經驗越多時，

該組織越能瞭解產業中的即時脈動與變化，另一方面，由於組織運作具有高度的

彈性與能力，因此，在訊息的處理與應變上也會較為快速。 

（三）溝通 

根據邾亦南（2005）針對台灣各大報經理人的調查結果可知，若報社能隨時

察覺報社本身的資源狀況，快速、彈性地做出策略聯盟的反應，大致來說都可以

藉由策略聯盟來獲得客觀上的績效表現。此外，邾亦南（2005）在研究中更發現

人際網絡為組織合作成功的關鍵要素，「溝通」為維持策略聯盟關係的重要工具

之一，因此，聯盟管理團隊必須要能把握和高層管理人間維持通暢的溝通管道（溝

通管道）、頻繁的溝通頻率與次數（溝通頻率）、有意義與即時的資訊交換（溝通

品質）等要素。 

（四）品牌商譽 

    Dollinger, Golden& Saxton(1997)認為企業的商譽，可以反映出合作伙伴在管

理、產品品質及財務狀況等問題，從交易成本的角度來看，好的商譽能夠降低企

業在蒐集與監督合作伙伴上的成本，而組織本身也能藉由商譽的表現來吸引更多

的合作關係。因此，品牌資源也是影響企業合作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相互依賴 

由資源基礎理論來看，企業間的各種形式之策略合作的主要動機乃是基於資

源的互補性，而資源的互補也是業者間彼此合作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Bleeke & 

Ernst, 1991)。苗豐強（2002）便認為，資源各異的企業要達成合作的主要目的便

是要達成共享資源、提升競爭力、即早搶得競爭優勢、獲得綜效、分攤風險等成

效。因此，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如能在網絡面合作上取得優勢，將能有效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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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互補性資源上的綜效，進而取得競爭上的優勢。然而，由於合作伙伴可能會因

為資源的逐漸獲得，慢慢的減低對我方企業的依賴，因此，企業必須持續的開發、

升級自己的核心能力以防止合作伙伴的背叛（黃強倪，2002）。 

綜合上述可知，企業若要在網絡面取得競爭優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包括

無形資產中的品牌名聲、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個人能力中的人際網絡的連結及

整合能力；組織能力中的技術相關能力、業務運作能力等。 

四、鏈局面 

所謂鏈局指的是產業內經營者透過各種方式讓自己能夠從商品的上游設計、

製造到最終消費者的生產鏈當中，施展其對各個生產環節部門的影響力，進而使

自己居於有利的局面，亦即透過一系列的策略動作來達到上下游控制的目的。根

據鄭陸霖（2000）的研究，有線電視業者在鏈局面的策略包括系統斷頻道（向頻

道商和廣告主施壓）、頻道斷系統（透過收視戶施壓）、差別取價（造成同區競爭）、

發展垂直整合、扭曲資訊（對頻道商和廣告主虛報客戶）等。在寬頻影音產業中，

指的乃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操弄上下游部門的策略行動，如垂直整合或垂直併購

等。 

根據 Porter(1980)的定義，所謂的垂直乃是把技術上全然不同的生產、分配、

銷售和其他經濟流程，結合在單一公司進行，其主要精神在於涉入上下游企業的

經營。因此，當企業擴大其經濟活動範圍時，朝向價值鏈上游或下游擴張時，便

可以稱為垂直整合，而垂直整合常被視為企業的一種策略性行為。不過，依據

Porter(1980)的觀點，垂直整合雖然會獲得許多利益，但企業仍須付出相當的代

價與成本，包括移動障礙的成本、更高的退出障礙、資本投資要求、增加的營運

槓桿、減少更改產銷夥伴的彈性、減少誘因、不同管理的要求、維持各階段的平

衡與使技術訣竅及消費者研究的通道關閉等，不過，因為 Porter(1980)是以製造

業的角度來出發，因此，和網路產業的實際運作具有相當程度的落差，本研究在

考量寬頻影音產業的特性後，由資源基礎的觀點出發，修正 Porter(1980)的觀點，

並總結出寬頻影音產業垂直整合時可能會產生的問題如下所示： 

（一）移動障礙的成本 

雖然垂直整合只是向上游或是向下游階段進入，但在實質上整合的結果依舊

是進入另一個新的產業領域，因此有許多如經濟規模、資本需求及一些專業知識

和技能都需要加以克服。而由資源基礎觀點來看，要克服移動障礙的成本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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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便包括既有資源與規模、資金、專業能力等。 

（二）資本投資要求 

垂直整合往往須耗用巨額資本，諸如資金的來源、資金成本的負擔、成本的

取得及投資的設備與技術等，均是公司在準備從事垂直整合前應多加考慮的。因

此，資金實為垂直整合必備的核心資源要素之一。 

（三）增加的營運槓桿 

垂直整合提高了廠商成本的固定比率，因為如果廠商從自由市場買進一項投

入品，此項投入品的所有成本將屬於變動成本，但若該項投入品是廠商內部自製，

廠商就必須負擔與生產有關的任何固定成本。因此，整合將會提高廠商的營運槓

桿，使得營利受到循環波動，增加商業風險。而由資源基礎觀點來看，這方面的

波動就必須要考量到廠商的營運能力。 

（四）減少更改夥伴的彈性 

整合後原料的供應和產品的銷售均由公司內員工來執行。當遇到有技術變化、

產品設計變更但公司本身的部門卻無法提供因應措施時，便會產生高成本、次級

的不當服務，最後使得公司失去競爭力；若公司事先向外界尋求這些服務，且更

換及適應這些提供者的成本不高，則相較之下，垂直整合會因失去更換服務來源

的可能性而提高成本。因此，若此時廠商仍能具有高度的人際網絡能力，將能有

效地避免此問題。 

（五）不同管理的要求 

整合後雖然某些企業有垂直的關係，但不同的生產階段或銷售，會有不同技

術能力及管理需求等不同方式或層次的需求，如何管理這樣一個不同的事業將成

分。是整合的一項成本，而且是很大的決策風險。因此，企業的管理能力對垂直

整合能否成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六）使技術訣竅及消費者研究的通道關閉 

在未進行垂直整合時，上下游的供應商（或配銷商）較會積極提供技術發展、

工程支援、消費者研究等資訊給廠商，廠商利用這些搭便車的好處，可以節省許

多成本。若進行垂直整合，彼此間將形成競爭關係，進而無法得到這些資訊。因

此，組織和其他業者的溝通能力變成為十分重要的因素。 

綜合上述可知，企業若要在鏈局面取得競爭優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包括

有形資產中的資金；個人能力中的個人管理能力、財務管理能力、人際網絡的連

結及整合能力；組織能力中的業務運作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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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費面 

消費面探討的重點在於產業內經營者如何透過操弄消費者的視聽經驗，根據

鄭陸霖（2000）的研究，有線電視業者在消費面的策略包括搭售（讓弱勢頻道到

達消費者）、定頻（培養收視慣習）、免費提供播放、併頻（破壞收視習慣與慣習）、

發配邊疆（將頻道排在訊號差位置）、蓋台、買而不播、破壞線路、定址鎖碼（防

止偷接）等。由於廠商為了要把其商品推銷給消費者，必定會在消費者端採取某

些策略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從中培養消費者的慣性，進而建立品牌在其心中

的印象與消費習慣（吳峻安，2003）。因此，在寬頻影音產業中，業者的傳輸終

端為消費者，因此，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如何培養消費者的收視習慣，以及如何在

行銷策略上拓展消費服務層面以吸引收視，增加網站的到達率便顯得十分重要。 

一般來說，行銷的基礎在於顧客需求的滿足，其目的在於創造顧客價值以留

住顧客，進而幫助組織獲得競爭優勢(Kotler, 2001/周善謙、鄒月如譯，2004)。然

而，僅在行銷上替顧客創造價值並不能有效地建立持久性的競爭優勢，廠商在行

銷活動上必須要建立其專屬化(firm-specific)的能力(Grant, 1991)，如此才能有效

地形成進入障礙，讓競爭者難以模仿。進一步地，劉宗洪（2004）的研究則發現，

當企業積極尋求成長時，應用企業專屬核心能力所推導形成的行銷策略能量具有

加成的效果，因此，當企業所擁有的核心能力越多、種類越多，該企業所規劃的

行銷策略也會有較高的成效與績效。 

    過去行銷人員在廣告行銷上主要都是以大眾作為主要的產品訴求對象，但隨

著實體通路及後端系統的配合，改變了這種行銷模式，轉而著重於後端的「互動

系統」、「影音資料庫」和「顧客資料庫」等資源，廣告主透過這些資源將可以針

對不同的收視顧客進行個人化的廣告行銷，並製作出多種訴求的廣告模式（陳玉

霖，2001）。此外，對電子商務經營者來說，在網路上擺脫價格競爭的方法除了

產品差異化之外，另一個重要的關鍵便是品牌，品牌是網路行銷的終極目標，廠

商透過品牌的長期經營之後，會形成正向的口碑累積，客戶的回購率自然也會提

高（黃彥達，2005 年 10 月 9 日）。 

綜合上述可知，企業若要在消費面取得競爭優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包括

無形資產中的品牌名聲、影音資料庫、會員資料庫、行銷與發行通路；組織能力

中的系統設計能力、行銷經驗與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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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綜合上述有關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之間的構連關係的文獻討論後，

將五個構面所需擁有的核心資源整理成表 3-5：  

【表 3-5】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構連表 

 結構面 通道面 網絡面 鏈局面 消費面

有

形

資

產 

頻寬和基礎建設  ◎    
資金 ◎   ◎  

無

形

資

產 

品牌名聲   ◎  ◎ 
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     ◎ 
會員資料庫     ◎ 
行銷與發行通路 ◎    ◎ 
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 ◎  ◎   

個

人

能

力 

個人管理能力 ◎   ◎  
財務管理能力    ◎  
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  ◎ ◎ ◎  

組

織

能

力 

技術能力 ◎ ◎ ◎  ◎ 
業務運作能力 ◎  ◎ ◎  
行銷經驗與能力 ◎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然而，上表所列出的核心資源乃是由整理過去文獻而來，產業別並非僅限於

寬頻影音產業，還包括銀行業、有線電視產業等，由於各產業間具有相當程度的

差異，因此，並不代表寬頻影音業者在發展上必須同時擁有上述的核心資源，本

研究是希望能透過上表的呈現，幫助研究者在分析時，能有更精確理論依據，最

後找出寬頻影音業者在各構面發展上所依賴的核心資源為何，以及寬頻影音業者

如何透過這些資源以有效地在各構面中形成競爭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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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寬頻影音網站之相關研究回顧 

本研究在探討過去國內外有關寬頻影音網站的研究後，發現國內外相關的研

究可以依研究主體的不同，進一步地區分為網站使用者的消費者面向與產業管理

面。首先，在消費者面向的相關研究中，魏辰娟（2004）與陳中和（2005）都採

取網路調查法的方式來針對寬頻影音網站消費者進行研究，在魏辰娟（2004）的

研究中將台灣寬頻影音網站消費者區隔為工作狂熱族、潮流追隨族與資訊渴望族

三個集群，不同生活集群消費者的購買行為有顯著的差異，因此，業者在發展上

宜選擇適合的利基市場，並依據該集群特性，研擬行銷策略建議；陳中和（2005）

則採取會員資料分析的方式，針對網路行銷與會員價值之效益進行評估，目的要

建立網路行銷上的效益評估及預測模式，在其研究中發現，運用其所建立之行銷

宣傳效益預測模式，可推估預測行銷活動所創造網站造訪數、新增付費會員數、

媒體預算以及營業收益等效益。Lin(2004)則是利用電話調查法來針對網路使用者

探索消費者採用網路影音播放的因素，其研究結果發現，對消費者來說，網路影

音具有低進入障礙，而使用網路影音所獲得的傳播經驗（科技流的體驗）、社會

性的再現、媒介豐富性與消費者本身的創新特性等因素更是讓消費者使用網路影

音的因素，此外，該研究結果更發現年輕的網路使用族群較可能使用網路影音，

而當消費者減少對電視觀賞與雜誌瀏覽等活動時，對其增加網路影音的瀏覽採用

將具有預測的可能性存在。 

其次，在經營管理面向的相關研究中，早期 Keyy & Menard(1997)運用文獻

分析的方式討論網路電視的未來發展，其結論認為當頻寬提升時，影像的品質將

隨之增加，最終網路電視將和廣播電視的影音畫質不相上下，而未來在各個平台

上的內容數量也將會越來越多，網站中所提供的內容將是幫助網站找尋其目標閱

聽人的最好方式。在近幾年的研究中，大多數研究則都集中在寬頻影音網站的經

營模式與策略聯盟這兩個不同的研究焦點上。 

首先，在經營模式與經營策略方面，Brian(2000)運用次級資料分析的方式，

將內容傳輸通路區分為地面傳輸、衛星傳輸和網路傳輸等三種模式，探討各通路

模式的成本結構與利潤來源，在其研究中發現，有獲利的串流媒體企業必須符合

「規模經濟」和「高效率」的經濟學法則，如果本國市場不夠大的話，應該尋求

擴大市場，此外，串流媒體企業亦可透過垂直整合方式來取得內容和基礎建設（頻

寬）這兩項重要的生產要素，進而達成規模經濟。Kolo & Vogt(2004)運用網路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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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計算來檢視傳統媒體拓展(spin-offs)其服務至網際網路服務的關鍵成功因素，

以及消費者在傳統媒體的實體接觸率(offline reach)和線上收益之間的關係，其研

究發現著重在編輯內容的網站具有付費性內容、電子商務與網路廣告三個主要的

收入來源，目前絕大多數的網站仍以提供免費性的內容為主，目的使要獲取更多

的網路流量，之後再將這些網路流量賣給廣告主。此外，品牌對傳統媒體拓展線

上服務來說是很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在國內相關研究上，包括張惠雯（2001）、

陳玉霖（2002）、陳韋伶（2002）與郭思忻（2002）等研究者都是針對寬頻影音

網站的經營策略與經營模式進行研究，其中，張惠雯（2001）與陳玉霖（2002）

採取深度訪談的方式，陳韋伶（2002）除了深度訪談外，亦包括文獻分析與個案

分析，而郭思忻（2002）則採取實際觀察的研究方法。張惠雯（2001）的研究主

要是針對集團式與獨立式經營的影音網站經營進行研究，其研究結果建議影音網

站未來可進一步地尋找網站商機來源、服務獨特性的建立、多元效果策略、啟動

網路效益；針對集團式經營的影音網站建議：非相關業務外包、獲取關鍵多數的

閱聽人、結合重要媒體活動、增加線上點數的流通性；針對獨立經營的影音網站

則可降低其他業者的在地性優勢、建立合作標準以及形塑網路平台、打響網路企

業品牌等。陳玉霖（2002）的研究則發現寬頻影音產業有由生產導向轉型為顧客

導向、小眾市場崛起、數位化優勢之建立、服務多樣化、資訊需求增加等趨勢，

在經營模式方面則有逐漸形成網狀運作模式、使用者收費之獲利模式和新的價值

鏈體系等變化態勢。陳韋伶（2002）在研究後發現寬頻影音網站經營上的成功因

素為高價值的內容取向、長期且豐富的影音內容來源、經由分版的管理機制進行

通路衝突的處理、減少串流成本、瞭解使用者以提高使用者付費意願和影音內容

的價值、數位版權管理、擴展市場與顧客基礎並有效套牢使用者等。郭思忻（2002）

不同於前述研究者，由經濟學觀點切入，藉由經濟模型的分析發現：1、廠商必

須極小化其定價與擁擠成本的總合，以防止潛在競爭者的進入；2、開放性點選

制廠商會逐步地侵蝕封閉性包月制廠商的市場，最後迫使封閉性包月制廠商消失；

3、廠商可以劃分消費者偏好，且掌握消費者需求強度時，單一頻道經營制會瓜

分開放性點選制廠商的市場；4、若開放性點選制廠商面臨單一頻道經營制的競

爭威脅，且開放性點選制廠商仍然存活在市場上，則開放性點選制廠商具有範疇

經濟的優勢。 

其次，在寬頻影音網站的策略聯盟方面，李思賢（2001）、鄭詩芸（2002）、

Liu & Chan-Olmsted(2002)與連寶如（2003）都將研究焦點著重在寬頻影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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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略聯盟行為，李思賢（2001）的研究是採取個案分析的方式，藉由分析盈動

年代的策略聯盟分析來探討傳統策略聯盟動機架構是否適用於解釋網路產業中

的跨平台整合現象。鄭詩芸（2002）由深度訪談探討寬頻影音網站水平及垂直的

策略聯盟型態以及影響寬頻影音網站策略聯盟之因素分析，其結果發現，寬頻影

音業者和寬頻電信業者結盟主要是因可減少頻寬及機房的成本支出、增加寬頻影

音內容的用戶數、收費機制系統的支援及行銷考量，而和傳統影音內容提供者結

盟的原因為可減少製作內容的成本且可豐富網站的影音內容。Liu & 

Chan-Olmsted(2002)運用資源基礎觀點的策略分析架構檢視美國電視聯播網和網

路公司間由 1998 年到 2001 年間的策略聯盟關係，該研究結果發現美國電視聯播

網擁有優勢的資源為具財產基礎的資源（包括品牌、內容、傳輸網路、財務資源、

人力資源、行銷通路、科技資源），網路公司擁有優勢的資源為知識基礎的資源

（包括通路技術、整合技術、管理能力、區隔化的能力、技術能力），而美國電

視聯播網會利用其財產基礎的資源來吸引網路公司來和其聯盟合作，並藉以獲得

網路公司的知識基礎資源。最後，連寶如（2003）則是分析寬頻影音各業者合作

的動機及其選擇合作夥伴的考量因素，並且從競合關係的觀點釐清業者間因結盟

所產生的競合關係，及因應競合關係的作法，其研究結果發現，寬頻影音產業各

業者擴充新資源的方式是以策略聯盟為主，其策略聯盟的動機是為了取得互補性

資源，而資源的互補性表現在取得有形之財產基礎資源，並且呈現為產品聯盟的

結盟類型。其次，各業者的本業和此一新市場價值鏈定位有密切關係，係以擴大

本業的獲利和發展為主要的出發點。 

綜合上述，本研究在回顧過去有關寬頻影音產業的實證研究結果後發現，對

於此方面的文獻可以分為三方面來說明： 

一、研究議題方面 

過去有關寬頻影音產業的研究焦點多著重於各類型影音業者的經營模式與

不同業者之間的策略聯盟動機與關係，而在理論方面，則包括競合模式、SCP

模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Paradigm)、策略聯盟理論與資源基礎觀點之

間的構連等。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縮小到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為主，雖以資源基礎

觀點出發，但不僅僅探討寬頻影音網站之間的策略聯盟關係，更從多方面的市場

角度來探討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與資源特性，以及在市場中如何透過其

關鍵核心資源以在各構面形成競爭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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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測量方面 

    過去有關寬頻影音產業的研究中，雖然同樣有以資源基礎理論作為出發點，

或在研究中談及有關寬頻影音網站資源概念的研究，但在其測量上，僅以廣泛的

概念來區分資源的類別，如連寶如（2003）的研究中僅將資源劃分為內容、頻寬、

會員、串流軟體技術等類，或如張惠雯（2001）僅以口語描述的方式來說明各業

者所擁有的概括性資源，並未如本研究般以核心資源為出發，將資源的概念結構

化與細分化，因此，本研究和過去研究具有相當程度的差異。 

三、產業時效性 

    在全國碩博士論文資料庫中，最後有關寬頻影音產業的研究是在 2004 年，

在這幾年之中，整個產業環境已經經過了一番變動，包括 web2.0 概念的提出，

也顛覆了一般網友在網站中互動的模式，因此，隨著網路產業的不斷發展，有必

要在針對寬頻影音產業進行更為完整與全面性的研究。 

 

 

 

 

 

 

 

 

 

 

 

 


